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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依据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文件《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0 年能源

领域行业标准修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20】

106 号）的要求，对计划编号为“能源 20200580”的电力行业标准《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进行编制。本规程由主编单位山东电

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会同其他 4 家单位组成编制组

进行编制。 

1.2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号）。 

（3）《电力设计行业标准制定管理细则》。 

 （4） 现行的与电力工程建设有关的法规、导则。 

2. 目的与必要性 

 《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2008 年 6 月 4 日发布，

2008 年 11 月 1 日实施。该标准已执行实施应用 11 年，近几年来勘测技术

迅猛发展，新的勘测手段、设备、方法不断发现，该标准已不能涵盖现有

勘测技术条件下的 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要求，另外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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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参考的《内河通航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冻土工程地质勘察规范》、《膨胀土地区建

筑技术规范》、《土工试验方法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建筑桩

基技术规范》、《软土地区工程地质勘察规范》、《电力工程物探技术规程》

等标准均已进行更新，一些精度指标和要求已发生变化，因此应将本规程

进行修编。 

  修编后的《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主要适用于新

建、改建 220kV 及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沿途工程、测量和工程水文勘测。

对 110kV 以下电压等级的架空送电线路工程的勘测工作，可根据具体情况

参照本标准的相关要求执行。 
 

3. 编制原则 

（1） 遵循标准化编制的“四性”要求：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标准发布实施上的可操作性。 

（2） 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究现行相 

关标准，密切结合 220kV、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勘测作业技术要求，做到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保护环境、提高投资效益，

保证电力项目安全和正常运行。 

（3） 充分考虑编制本规程的目的和必要性，总结近年来国内 220kV、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勘测作业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加强调研，深入分

析 220kV、110kV 架空送电线路勘测作业难点问题，借鉴国内外成熟、先

进的技术和方法，充分继承，合理改进，保持本规程的先进性，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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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4） 贯彻执行《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等法律、规定，做到格式规范，逻辑严谨，结构清晰。 

（5） 充分发扬民主，与有关方面协商一致，共同确认；做好与现 

行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避免重复或矛盾。 

（6） 标准的编写符合统一的规定，内容编排上符合先共性、后个 

性的原则，做到内容完整、具体，用词简明，规定明确，不模棱两可。 

（7） 如有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 

求，将编制强制性条款。 

（8） 工作分工协作、落实责任，即严格控制进度计划、又确保质 

量。 

4.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通过对中外勘测标准的深入比较研究，国内对于架空送电线路主要有

《33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勘测标准》和《1000kV 架空输电线路勘测规

范准》，但由于电压等级的差异，本规程对于 220kV 和 110kV 架空送电线路

勘测作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对于 35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可以参照

执行；国外标准并未存在专门针对 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下路的勘测技术

规范，只是对于岩土、测量以及水文等勘测技术在国外规范中有相应描述，

因此本规程的编制具有先进性、实用性和必要性。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

格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充分考虑与相关标准的协

调性，按编制目的，通过调研、认真总结过去和近年来国内电力工程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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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内外成熟、先进的标准编制方法，与同类标准比较，

具有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的特点，且具有较强的可

操作性和实用性。 

5. 技术路线与难点 

5.1 技术路线 

（1） 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科研成果和类似标准编制的内容和办法。 

（2） 根据《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编制工作采用专家参编、专

家研讨的形式，充分吸取国内专家的技术实践经验，发挥专家的作

用。 

（3） 严格执行国家技术标准编制四阶段（起草、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和

报批稿阶段）的工作计划，认真做好标准的编制工作。 

5.2 技术难点 

（1）本规程如何与其他现行不同电压等级送电架空勘测标准作业内容

保持差异性； 

（2）准确把控林木勘查、工程气象等新业务的编制深度。 

6.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 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各勘测设计阶段（包括可行性

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勘测（包括测量、岩土工

程、工程水文、工程气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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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写要求 

本标准按《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要求编写。 

8. 编制过程 

8.1 前期准备阶段 

（1）202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编写组编写了《输变电工程地面三

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规程》研编草案。 

（2）2020 年 12 月底，主编单位组织召开《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

勘测技术规程》编制工作启动会。会议主要内容：讨论落实标准编制筹划

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编制组成员、主编人、参编单位及分工，编写原

则、收资和框架，总体进度计划和编制工作程序等。 

（3）2021 年 1 月底，完成了 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

编制工作大纲，提交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4）2021 年 1 月 21~1 月 22 日，由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组织完成大纲的审查工作。 

8.2 标准编写及征求意见阶段 

（1）2021 年 2 月~2021 年 5 月，编制组各成员根据审查后的编制大纲，

开展相关的调研、编写工作，按时完成分工部分的章节起草工作，并由主

编单位汇总形成初稿和条文说明。 

（2）受疫情影响，为保证编写进度，原定于 2021 年 9 月在成都召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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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第一次工作会，提前至 2021 年 6 月，对标准初稿及调研报告内容的准

确性、完整性、合理性进行内部评审、讨论，编写组根据评审结果对《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初稿进行修改形成第二稿和条文说明。 

（3）2021 年 10 月，编制组在太原召开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对标准第

二稿及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合理性进行内部评审、讨论，编写组根据

评审结果对《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第二稿进行修改形

成第三稿，并组织内部交叉校审。 

（4）2021 年 12 月，编制组在郑州召开征求意见稿统稿会，对标准第三

稿及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合理性进行内部评审、讨论，编写组根据评

审结果对《220kV及以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第三稿进行修改形成

征求意见稿。 

 （5）2022 年 1 月~3 月，利用 2 个月的时间，对《220kV 及以下架空送电

线路勘测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同时，编制组内部组织对

第四稿（征求意见稿）进行第二次交叉校审。 

 

9. 总体进度计划 

总体进度计划从2021年1月起，在一年半多的时间内完成《220kV及以

下架空送电线路勘测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于2022年8月前提交报批稿。 

编制工作主要进度安排如下： 

（1） 编制大纲：2020年12月下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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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研专题报告：2021年5月中旬完成； 

（3） 征求意见稿：2021年12月下旬完成； 

（4） 送审稿：2020年3月完成； 

（5） 报批稿：2021年8月提交。 

10. 编制组组成 

（1）技术归口单位：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主编单位：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3）参编单位：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4） 主要起草人：常增亮、娄俊庆、王起峰、朱亚光、 

            袁立江、马慧群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 

11. 标准内容及人员编写分工 

人员分工情况见下表： 
部分 章节 章节名称 编写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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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部分 无 

封面  山东院 

前言 山东院 

目次 山东院 

正文部分 

1 总则 山东院 

2 术语与缩略语 
按各章节分工汇总 2.1 术语 

2.2 缩略语 
3 基本规定 山东院、东北院 

4 设计阶段测量  

4.1 可行性研究阶段测量 东北院 

4.2 初步设计阶段测量 东北院 

4.3 施工图设计阶段测量 东北院 

4.4 基础控制测量 山西院 

4.5 路径优化选线 山西院 

4.6 落实路径测量 山西院 

4.7 交叉跨越测量 河南院 

4.8 平面及断面测量 河南院 

4.9 定位及检验测量 河南院 

4.10 测量成果 河南院 

5 改造测量  

5.1 一般规定 山东院 

5.2 交叉跨越改造测量 山东院 

5.3 风灾改造测量 湖南院 

5.4 冰灾改造测量 湖南院 

5.5 导线温升增容改造测量 湖南院 

6 专项测量  

6.1 塔位地形图及塔基断面测量 黑龙江院 

6.2 房屋分布图调查测量 黑龙江院 

6.3 地下管线探测 黑龙江院 

6.4 土石方测量 黑龙江院 

6.5 林木分布调查测量 四川院 

6.6 水文测量 四川院 

6.7 运行维护测量 四川院 

6.8 安全监测 四川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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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林木勘查 山东院 

7 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7.1 可行性研究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东北院 

7.2 初步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东北院 

7.3 施工图设计阶段岩土工程勘测 东北院 

7.4 平原河谷区勘测 黑龙江院 

7.5 山地丘陵区勘测 四川院 

7.6 戈壁沙漠区勘测 山西院 

7.7 勘测成果 东北院 

8 岩土工程勘测方法  

8.1 遥感解译 四川院 

8.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河南院 

8.3 勘探与测试 湖南院 

8.4 工程物探 山东院 

9 复杂地质条件岩土工程勘测  

9.1 特殊岩土勘测 山西院 

9.2 特殊地质条件勘测 黑龙江院 

9.3 基坑检验 东北院 

9.4 施工勘察 东北院 

10 设计阶段工程水文勘测  

10.1 可行性研究阶段水文勘测 山东院 

10.2 初步设计阶段水文勘测 山东院 

10.3 施工图设计阶段水文勘测 山东院 

11 水文查勘  

11.1 一般规定 黑龙江院 

11.2 人类活动影响调查 黑龙江院 

11.3 洪涝调查 黑龙江院 

11.4 河床演变调查 黑龙江院 

11.5 冰情及漂浮物调查 黑龙江院 

11.6 特殊地区水文调查 黑龙江院 

12 水文分析计算  

12.1 一般规定 东北院 

12.2 天然河流设计洪水 东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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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水库上、下游设计洪水 东北院 

12.4 冰情洪水 东北院 

12.5 特殊地区洪水 东北院 

12.6 滨海、河口水文 山东院 

12.7 设计洪水位和设计流速 山东院 

13 河床、海床演变分析  

13.1 一般规定 山西院 

13.2 河床演变 山西院 

13.3 海床演变 山西院 

13.4 基础冲刷 山西院 

14 各设计阶段气象勘测  

14.1 可行性研究阶段气象勘测 河南院 

14.2 初步设计阶段气象勘测 河南院 

14.3 施工图设计阶段气象勘测 河南院 

15 气象查勘  

15.1 一般规定 湖南院 

15.2 大风调查 湖南院 

15.3 覆冰调查 湖南院 

16 气象分析计算  

16.1 一般规定 四川院 

16.2 设计风速 四川院 

16.3 设计冰厚 四川院 

16.4 特征气温与气象条件组合 四川院 

补充部分 

附录 附录 按各章节分工汇总 

无 引用标准名录 按各章节分工汇总 

无 条文说明 分工同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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